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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丹梅

地处渝东北的巫溪县，是全市最
贫困的区县之一。2014年，全县识别
出贫困村150个、贫困人口8.6万人；
贫困发生率18%，居全市首位。

重庆日报记者10月13日从重庆
市脱贫攻坚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自新一轮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巫
溪县聚焦“两不愁三保障”，通过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消费扶贫等“组合拳”全
力攻克贫困堡垒。截至2019年底，该
县150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减贫10.5万
人，贫困发生率从18%降至0.65%，顺
利退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全力补齐发展短板
“搭绳梯攀崖壁”成历史

山高坡陡、基础设施条件薄弱，是
巫溪县贫困的重要原因。该县土城镇
石柱村，过去不通公路，村民进出村庄
全靠搭绳梯，在“猫儿都爬不稳”的崖
壁上攀爬，这里也因此被称为巫溪“最
落后贫困村”。

巫溪县委书记唐德祥介绍，自新
一轮脱贫攻坚以来，巫溪县加大基础
设施投入力度，全力补齐发展短板，全
县累计投入52.2亿元，硬化农村公路
2326公里，实现通畅率、通达率、通客
车率3个100%。2017年底，在当地政
府的投入下，石柱村正式通路，结束了

“搭绳梯攀崖壁”进出的历史，村里也
第一次有了村办公室、村卫生室……

在补齐基础设施的同时，巫溪因
地制宜发展山地高效特色农业，加快

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该县通过发展
“1112”（100 万只生猪、100 万吨马铃
薯、10 万担烤烟种植和 20 万亩中药
材）重点农业产业，形成“一乡一业”

“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格局，全县累计
认证“三品一标一名牌”农产品224
个，年总产量达97万吨，全县粮经作
物比调整至56∶44。同时，该县与贫
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2.36万
户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增收。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海拔1200米的巫溪县城厢镇城
哨村季节性缺水严重，2014年，年仅
31岁的村主任翁祥月为寻找水源，不
幸坠入20米深的天坑牺牲。为切实
解决这一令人痛心的难题，巫溪县多
方筹集资金，排除万难，采取四级提灌

的方式硬是将自来水引上了山。为确
保群众都能喝上放心水，巫溪县筹措
资金4.1亿元，累计修建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917处，农村集中供水率93%。

而这只是当地全力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问题的缩影。唐德祥介绍，近
年来，当地通过“产业发展、就业创业、
消费扶贫”组合拳，实现了贫困户不愁
吃不愁穿目标。在“三保障”上，该县
通过资助贫困学生、劝返辍学倾向学
生和送教上门，确保了无一名学生因
贫失学辍学。同时，设立2000万元县
级健康扶贫救助金，实施“八重”医疗
救助政策，组建3支医疗团队，累计救
助贫困患者11.05万人次。在住房保
障上，巫溪县开展危房“清零”行动，全
覆盖改造农村C、D级危房，1.66万户
贫困户住上了安全房；实行集中安置
与分散安置相结合，建成集中安置点

57个，共计6685户贫困户23881人
搬进了新家。

此外，巫溪县还实施十大专项扶
贫行动，做大村集体经济，个性化定制
帮扶措施帮助贫困户增收，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4 年的
6392元增加到2019年的10284元。

“战疫”“战贫”两手抓
帮助贫困户端牢就业饭碗

巫溪县县长龚均介绍，今年以来，
巫溪县坚持“战疫”和“战贫”统筹推
进，帮助贫困户解决农产品滞销难题，
端牢就业饭碗。

为解决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贫
困户农产品滞销难题，巫溪县通过政
府采购承销、帮扶单位助销、商场超市
直销、电子商务营销、展会宣传推销、
旅游带动促销、社会力量帮销和扶贫
专柜展销等方式推动消费扶贫，截至
目前扶贫产品累计销售额1.2亿元，
帮助1万余名贫困群众增收，有效降
低了疫情影响。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聚焦就业这
个最大的民生问题，巫溪县借助“重庆
就业”微信公众号、渝扶贫App等平
台，为贫困群众推送岗位信息，帮助
9.43万名群众顺利返岗，其中贫困户
2.45万人。针对疫情带来的部分贫困
群众就业难问题，巫溪县通过开发公益
性岗位，安置贫困劳动力过渡性就业，
仅疫情期间，便新开发防疫临时性特岗
1850个和非全日制岗位1150个，就地
安置贫困群众8697名。

龚均介绍，巫溪县还支持本地企
业建立扶贫车间、扶贫超市、扶贫农
庄、扶贫基地、扶贫工程队等，帮助贫
困户在家门口就业，该县探索出的“五
大带贫”模式被国家人社部作为经验
做法在全国推广。

昔日贫困发生率居全市首位 如今150个贫困村全部脱贫

巫溪巧打“组合拳”摘下“贫困帽”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
报记者10月13日从重庆市脱贫攻坚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对口
帮扶巫溪县红池坝镇以来，市农业农村
委扶贫集团发挥行业优势和科技优势，
大力推动红池坝镇茶叶、中药材、经
果、蔬菜、蜜蜂、草食牲畜产业提质增
效，把深山土货变成了俏销的“潮货”。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杨宏介绍，

产业是脱贫的长远之计和根本之策，
为帮助红池坝镇发展山地高效农业，
市农科院在红池坝镇建立了扶贫产业
示范基地，带动全镇加工型辣椒种植
面积 1500 亩，实现亩均收入 3500

元。同时，该扶贫集团还引导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在九坪村带领群众发展
脆李产业，采用以短养长的方式，通过

“企业+村集体+农户”模式建立起稳
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65个贫困户

户均增收3000元。
如何让山里的土货既有内涵也有

颜值？市农业农村委帮扶集团帮助红
池坝镇打造了“巫溪秀芽”茶叶公共品
牌，仅2020年，该镇茶叶销售便达到
1000万元以上，比3年前翻了一番。
目前，红池坝镇四季宜农宜旅的产业
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在新的产业达产
后预计可实现人均增收3000元。

市农业农村委扶贫集团：

将深山土货变“潮货”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
报记者10月13日从重庆市脱贫攻坚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
解决农民缺技术、农村缺产业难题，市
教委扶贫集团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有效实现了产业和智力的双帮扶。

市教委副主任邓沁泉介绍，针对
巫溪县天元乡缺产业、缺技术的特点，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在天元乡万春村设

立了乡村振兴学院天元乡分院，对报
名入学的天元乡村民开展送教上门，
让村民足不出村即可接受现代职业技
术教育。学校针对当地特色开设了种
植、养殖、食品加工、畜牧兽医、物流配

送、直播带货等专业，让村民产生学习
兴趣。比如，分院开设了食品加工、食
品营养检测专业，就在万春村腊肉加
工扶贫车间设置教学实践基地和实习
就业岗位。这样，既能让村民就近学

技术，又促进了脱贫增收。此外，分院
村民在同等享受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
待遇的基础上，还有“特殊待遇”。比
如缓交学费；通过工学结合、半工半学
等方式累积完成学分171分，即可毕
业领取全日制大专文凭等。截至目
前，分院已招收天元乡村民43名，平
均年龄30.8岁，为天元乡培养了一批
留得住的技术骨干和致富带头人。

市教委扶贫集团：

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巫溪县红池坝镇茶山村，村民们不仅住得安全，还住得漂亮。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新闻案例>>>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

日报记者从四川省广安市了解到，10
月 15 日，广安市将来渝举行投资推
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届时将推出96
个对外合作项目，总投资额达1233.4
亿元。

重庆与广安毗邻区域接壤边界线
长300余公里，交流互动紧密，经贸往
来频繁。数据显示，广安50%的工业
为重庆工业配套，60%的游客来自重
庆，75%的农产品销往重庆。广安已经
成为重庆制造业配套基地、旅游休闲目
的地、农产品供应基地。

今年以来，广安抢抓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主动对接、
深度融入重庆都市圈发展。目前，广安
机场选址评审通过，西渝高铁广安段线
路走向和广安站选址初定，广安市还与
重庆市渝北区共建川渝高竹新区，与合
川区等7个区县共建交通一体化融合
发展先行示范区。广安市相关负责人
表示，广安将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营造办事效率高、投资环
境优、企业获得感强的良好氛围，为项
目落地广安提供最优质的政务服务和
最有力的要素保障。

广安来渝举行投资推介会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0月 13
日，中国城轨交通业主领导人峰会
2020年年会在渝召开。全国47家城
轨交通业主单位主要负责人围绕“十
四五”规划与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
展，结合各单位编制“十四五”战略发
展规划的实践，就促进城市轨道交通
行业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度
交流。

“十四五”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转
型发展，提升运营服务品质的重要时
期。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以下简
称重庆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在会上
表示，未来5年重庆将完成新一代运
营生产管理信息化系统以及COCC线
网指挥中心建设，打造乘客服务、运营
管理、安全管理等智慧化系统。同时，
重庆轨道集团将联合重庆移动、中国
移动上海研究院等机构成立以人脸识
别、统一出行信息服务、AI智能客服、
站内精准导航为主要研究方向的“5G+
智慧轨交创新实验室”。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北京地铁运营
公司、深圳地铁集团主要负责人相继作
了主旨发言，分享了各自企业面向“十
四五”的思考，并同与会嘉宾共同探
讨。重庆轨道集团相关负责人作总结，
并提出了3点建议：一是轨道交通企业
要适应公众出行需求变化，做城市群轨
交网络骨架的支撑者；二是企业要主动
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做数字化与智能交
通的引领者；三是企业要不断整合轨道
优势资源，做城市轨道交通区域高质量
发展的推动者。

据介绍，为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
建立高层次、全方位的互动平台，在中
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的筹备和落实
下，中国城轨交通业主领导人峰会
2017年年会在上海召开。此后形成
了每年一届、由全国城轨交通业主单
位主要负责人参与，共谋行业发展大
计的互动机制。继上海、北京、广州举
办业主峰会后，重庆作为协会当值会
长单位承办此次峰会。

重庆将建“5G+智慧轨交创新实验室”
中国城轨交通业主领导人峰会2020年年会在渝召开

重庆城投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开征集PPP项目联合体施工成员的公告
重庆城投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拟通过

公开征集的方式，引入一家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和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的施工企业，共同组成联合体参与PPP项目的
投资建设。

1.本次征集合作方信息披露期满，采取综合
评议方式确定合作方，再与城市更新公司组成联
合体，参与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公布
的重庆市范围内的PPP项目。

2.意向合作方可在公告之日起至截止日期前
往城市更新公司索领相关资料。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023-67559733；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
区东升门路63号17层（金融城2号T1栋）

3.公告截止日期：2020年10月16日15∶00。
4.资料递交截止日期：2020年10月16日15∶30。
特此公告

重庆城投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1日

发挥“三优”禀赋 携手合作共赢

南川 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大健康产业发展集聚区
国庆期间，前往南川区各个康养度

假区的道路上车流如织，不少市民将南
川作为旅游康养、休闲度假的目的地。
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近年来南川康养
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历程。

目前，南川正抢抓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充分发挥南川
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
源优厚“三优”禀赋，加强成渝地区协
同发展，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大健康产
业发展集聚区，将南川建设成为四季
皆宜的康养胜地。

聚焦四大业态
精心谋划康养业发展

南川生态环境优良，全域森林覆
盖率达54%，在主城都市区以及四川
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和其他6个临
近重庆的地级市中排第一位，是中国
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

近年来，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和
良好的气候条件，南川开始全力推动
康养产业的发展，突出森林康养、文旅
康养、运动康养、中医康养四大业态，
加快构建环金佛山片区、大观生态园
片区和乐村、山王坪等“两片多点”的
康养产业发展格局，塑造养生、养心、
养老“三养品牌”，打造服务主城都市
区、配套双城经济圈的康养胜地，力争

2025年产值达到200亿元。
南川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喻显玉

介绍，南川已重点布局了金佛山、大观
园、乐村、山王坪、神龙峡等组团，海拔
均在800米—1200米之间。在这个
区间，人们既能享受到优良的生态环
境，又适合四季康养，最大限度提高康
养价值，避免了市民四季迁徙的困苦，
四季皆宜也成为南川康养产业发展最
为诱人的一大亮点。

目前，南川已相继引入一批旅游
康养综合体项目，协议引资总额达
600亿元。以金佛山西坡良瑜·国际
养生谷、乐村兴茂康养旅游度假区、大
观园中海黎香湖等为代表的组团式旅
游康养度假区快速成型，吸引了众多
游客长期居住、休闲避暑。

动静皆宜
满足各类人群康养需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对不同类型的康养产品需求快速提
升。为此，南川在推动康养产业发展
过程中，立足森林康养、文旅康养、运
动康养、中医康养四大业态，不断丰富
康养产品和内涵，以满足各类人群不
同的康养需求。

位于乐村的兴茂旅游康养度假区
项目规划面积约3300亩，总投资约

70亿元，开发建设周期5年，规划打造
集健康、养生、养老、休闲、旅游等多功
能融为一体的四季度假康养小镇。

“兴茂乐村康养度假区堪称是配
套丰富。”喻显玉介绍，该度假区不仅
规划建设有中医养生馆、星级酒店、生
鲜商超、文化（太极）广场、特色美食
街，还将配套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
场、护理院、中医养生馆、禅茶体验、老
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林间冥想空
间、生态科普乐园、生态农庄、高山生
态种植、运动拓展基地等多业态产品，

可最大限度地满足亲子研学、企业拓
展、养生度假、健康运动等全龄段养生
度假需求，具备养老、养生、休闲、养心
等功能，让人们真正享受身体健康、心
情愉悦、怡然养性、老有所乐的生活环
境。

面积8000亩的中海黎香湖项目，
配备有室内恒温游泳池、室外游泳池、
国医馆，还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网球
场、羽毛球馆等运动设施，结合3300
亩的湖面，建设有皮划艇、路亚垂钓、
露营基地等。

“可以说，在南川，不管是老人、小
孩还是成年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康养产品，这也是如今众多市民将南
川作为旅游康养、休闲度假目的地的
重要原因。”喻显玉说。

文旅资源共享
让南川康养业走得更远

如今，南川正积极融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在大健康产业、康养
综合体、景区管理、文旅合作等领域与
四川乃至国际国内众多地区客商进行
深入合作。

8月底，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
委员会、博鳌国际康养文旅论坛组委
会、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博鳌
国际康养文旅论坛2020金佛山峰会在
南川区金佛山麓良瑜·国际养生谷举
办，成为今年成渝地区康养产业发展的
一个“大事件”。

南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博鳌国际
康养文旅论坛是全球康养文旅产业领
域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性品牌，博鳌国
际康养文旅论坛2020金佛山峰会的举
办，加快了重庆乃至西南地区康养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的步伐，提升了重庆金佛
山品牌形象和国内国际知名度。

今年以来，南川不断加快成渝地区
康养业的协同发展。4月11日，南川区

与四川省大健康产业协会签署了合作
协议，将充分利用四川省大健康产业领
域的科研和人才优势，充分发挥南川区

“三优”禀赋，携手推动南川大健康产业
高质量发展。

南川区还与成都和顺集团签署合
作协议，加快在南川投资项目实施，大
力发展南川康养产业（地产）、酒店民
宿、乡村振兴等项目；与成都中医大银
海眼科医院初步达成医联体建设战略
合作意向，决定在康养产业方面进行务
实合作。同时，依托成都中医药大学学
科优势、专家优势，为南川区人民医院、
区中医院等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指导并
加强临床合作，不断拓展南川区中医诊
疗模式，推动中医康养发展。

“5月28日-30日，南川区和都江
堰市同时启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自由
行互动首发活动。6月8日，南川区和
都江堰市两地文创产品、旅游商品互
推，景区LED互宣等达成合作，南川文
创产品、旅游商品入住都江堰市主要
景区。南川区文化旅游委还与广元市
文广旅游局就文化旅游合作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广安小平故居和金佛山景
区达成初步合作意愿。这些都将推动
南川森林康养、文旅康养、运动康养、
中医康养走得更远，发展更好。”喻显
玉介绍。

王静 刘廷

黎香湖小镇 摄/汪新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0月 13
日是第31个国际减灾日，为进一步提
升安全生产领域应对地震灾害开展专
业救援处置的能力和水平，应急管理部
当天在我市永川区组织危险化学品、矿
山、隧道等安全生产专业救援队伍开展
地震灾害救援实战训练。此次训练旨
在检验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专业队伍应
对地震灾害的调度机制、快速响应、远
程机动和专业救援处置能力。

实训场地上，参训队伍利用破拆、
支护等专业救援工具，轮流进行了模拟
建筑物倒塌人员搜救、竖井内被困人员
解救等科目训练。危险化学品救援队
伍、航空救援队伍还分别进行了模拟城
市天然气管道带压堵漏、直升机投送物
资和吊运伤员等科目训练。

据了解，本次救援实战训练共有来
自重庆、四川、贵州、云南4省市的16
支专业队400余人参加。训练内容包
括闻警即动、机动开进、狭小空间救援、
横向通道救援、压力管道堵漏等11个
科目。驻扎在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的
10支国家矿山、危险化学品、隧道专业
应急救援队接到指令后迅速集结，携带
专业救援装备和通信、生活等保障物资
器材，从不同方向赶往永川。重庆本地
的工程抢险、航空救援等6支队伍也参
与进来。

该实战训练为期3天，根据我国灾
情特点和救援需要，设置了响应与驰
援、现场实训和理论培训3个阶段。此
外，16支专业队完成各项实训科目后，
还将进行为期1天半的理论培训。

应急管理部在渝开展救援实战训练


